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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一、 緣起 

遠貿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自 1996 年致力於嬰幼兒用品及醫療器材與各

種矽塑膠成型產品的開發與製造，擁有長達 20 年的經歷；在產品上，有

醫療等級矽塑膠零組件開發與製造能力，相繼通過 ISO13485、CE 認證、

FDA 510k產品認證、日本 MHLW 製造商資格認證、與 GMP認證資格，且具

有堅強的矽塑膠成型開發與製造能力，能夠勝任關鍵零組件的開發認證與

生產，而且目前麻醉面罩類生產設備之良率 99%，產能已達年量 900萬組，

可說是全球前三大。 

遠貿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現有廠房分別位於二處，一處為 2007 年所建

立的社南廠，主要為辦公及生產大樓，另一處為 2009年所建立之民族廠，

主要為生產線、組裝線及倉儲。而依遠貿公司現有醫療器材產業來看，目

前廠房規模業已不足應付訂單需求，為提高產值實有擴廠需要，同時可創

造就業機會，以促進地區發展；故依「都市計畫工業區毗鄰土地變更處理

原則」規定提出擴廠計畫申請，並經經濟部 107.1.12 經授工字第

10720400750 號函核准在案（詳附件一），故辦理本案之都市計畫用地變

更，變更部分農業區為零星工業區，並接續擬定本細部計畫。 

 

 

二、 法令依據 

(一)本案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4 條辦理 

「都市計畫法」第 24 條規定，土地權利關係人為促進其土地

利用，得配合當地分區發展計畫，自行擬定或變更細部計畫，並

應附具事業及財務計畫，申請當地直轄市、縣(市)(局)政府或鄉、

鎮、縣轄市公所依前條規定辦理。 

同法第 22 條規定，細部計畫應以細部計畫書及細部計畫圖就

下列事項表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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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地區範圍。 

(二)居住密度及容納人口。 

(三)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四)事業及財務計畫。 

(五)道路系統。 

(六)地區性之公共設施用地。 

(七)其他。 

前項細部計畫圖比例尺不得小於一千二百分之一。 
 

(二)都市計畫工業區毗鄰土地變更處理原則。 

申請人「遠貿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為能響應經濟發展政策，

提升產業競爭力、增加產值及就業人口，因既有廠房不敷使用，

有擴廠需求，依據「都市計畫工業區毗鄰土地變更處理原則」等

相關規定申請辦理。 

 

 

三、 計畫位置及範圍 

遠貿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民族廠(台中市神岡區昌平路 5段 257號)，屬

豐原交流道特定區計畫之零星工業區，位於潭雅神自行車道西南側，面積

0.1193 公頃。現已取得零星工業區毗鄰農業區之土地權屬，面積 0.5728

公頃(詳圖 1-1 計畫區位置示意圖)為本細部計畫範圍。 

本計畫範圍包括臺中市神岡區社南段 1126-3等 10 筆土地，亦為經濟

部核准擴廠之範圍。而計畫範圍土地權屬均為遠貿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所有

（詳表 1-1 及圖 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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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計畫區位置示意圖 

細部計畫範圍 

現有遠貿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民族廠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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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擴廠後土地權屬分析表 

項
目 地段 地號 面積(平

方公尺) 
變更前主要
計畫分區 

變更後主要
計畫分區 所有權人 持有面積

（平方公尺） 
持有
比例 

1 社南段 1126-3 220 農業區 零星 
工業區 

遠貿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220 1/1 

2 社南段 1127 261 農業區 零星 
工業區 

遠貿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261 1/1 

3 社南段 1129 1,040 農業區 零星 
工業區 

遠貿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1,040 1/1 

4 社南段 1131-1 607 農業區 零星 
工業區 

遠貿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607 1/1 

5 社南段 1135-1 258 農業區 零星 
工業區 

遠貿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258 1/1 

6 社南段 1135-5 42 農業區 零星 
工業區 

遠貿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42 1/1 

7 社南段 1142 295 農業區 零星 
工業區 

遠貿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295 1/1 

8 社南段 1143 1,155 農業區 零星 
工業區 

遠貿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1,155 1/1 

9 社南段 1144 645 農業區 零星 
工業區 

遠貿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645 1/1 

10 社南段 1145 1,205 農業區 零星 
工業區 

遠貿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1,205 1/1 

合計 5,728      

 
 
 
 
 
 

 
圖 1-2 計畫範圍地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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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主要計畫概要 
本細部計畫基地位於高速公路豐原交流道附近特定區計畫內，為神岡

區社南段 1126-3 等 10 筆地號土地，原主要計畫為農業區，因配合遠貿企

業股份有限公司擴廠之所需，變更為零星工業區後，依照「都市計畫法」

及「都市計畫工業區毗鄰土地變更處理原則」規定，進行規劃。 

一、 計畫年期 

變更高速公路豐原交流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修正之

計畫年期為民國 115 年。 

 

二、 土地使用計畫 

本案主要計畫(「變更高速公路豐原交流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部分農業

區為零星工業區)(配合供遠貿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擴廠)案」)將原農業區變

更為零星工業區，面積 0.5728 公頃（詳圖 2-1 主要計畫內容示意圖）。 

 

 

 

 

 

 

 

 

 

 

 
圖 2-1 主要計畫內容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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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發展現況分析 
一、 自然環境 

(一)地形地質 

特定區位居臺中盆地北側，地形由東北向西南降斜，地面標高界

於 130-196 公尺之間，平均坡度約 1.04%。為大甲溪谷沖積扇區，屬

大甲溪流域；地質除表層為厚度甚薄的黏土或砂質土外，其餘皆屬礫

石層。 

(二)氣候 

地處臺灣中部地區，屬於亞熱帶季風氣候，夏季炎熱、多雨，春、

秋兩季氣候涼爽，冬季較短，雨水偏少，較為乾旱，近年來年雨量雖

有降低的趨勢，但是近兩年的月降雨量卻有明顯增加，顯示降雨有明

顯集中的趨勢，因此出現暴雨的頻率也會增加；氣候溫和，年平均溫

度約 23℃左右，平均濕度在 79%，全年氣溫高低落差不大，適宜作物

種植，年雨量在 1,500～2,000 公釐之間，雨期集中在 6月至 8月。 

(三)水文 

特定區北界之下埤幹線、大社支線及三分溝由東向西流外，其餘

四張犁支線、北屯支線、橫山支線及塔蓮溝分別位於東西兩側都市計

畫界線，其餘幹支線貫穿本區，各排水幹支線沿途並設汴取水為農用，

本區圳溝排水多匯入臺中市之麻園頭溪及筏仔溪流域(詳圖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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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特定區內水系分布示意圖 

細部計畫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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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產業 

細部計畫範圍位於神岡區之高速公路豐原交流道附近特定區計畫區內，

為使產業分析與現況情形較為相符，故僅針對神岡區之產業進行分析。 

(一)各級產業人口數（詳表 3-1 所示） 

1.第一級產業 

第一級產業係指農林漁牧業，臺中市神岡區於民國 95年從事

第一級產業人數為 16,365 人，民國 100 年為 14,468人，5 年間減

少 1,897人，年平均增加率為-13.11%，整體呈現下降趨勢。民國

100 年第一級產業從業人數佔全區總從業人數之比例為 23.92%，

為本區從業人數中比例次高者。 

2.第二級產業 

臺中市神岡區於民國95年從事第二級產業人數為24,622人，

民國 100 年為 39,890 人，5 年間增加 1,344 人，年平均增加率為

5.18%，整體 呈現成長趨勢，為神岡區唯一正成長之產業。民國

100 年第二級產業從業人數佔全區總從業人數之比例為 55.78%，

為本計畫區從業人數中比例最高者，其中以製造業所佔從業人數

最高，其佔全區總從業人數之比例為 53.44%，另製造業為神岡區

從業人數比例最高之產業。 

3.第三級產業 

臺中市神岡區於民國 95 年從事第三級產業人數為 6,609 人，

民國 100年為 6,115人，5年間減少 494人，年平均增加率為-8.08%，

整體呈現下降趨勢。民國 100 年第三級產業從業人數佔全區總從

業人數之比例 為 13.14％，其中以批發及零售業所佔從業人數最

高，其佔全區總從業 人數之比例為 7.62％。 

(二)區位商數 

「區位商數值(LQ)」係指神岡區某行業就業人口數百分比除以臺 

中市該行業就業人口數百分比。其值若愈高則表示該行業在該地區的

發 展佔臺中市地區愈重要的地位。LQ＜1 時，表示該地區產業之規

模無法滿足該地區需求，必須仰賴其他地方的輸入；LQ＝1 時，表示

該地區產業恰能滿足當地需求，無多餘產能可供輸入其他地區；L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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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時，表示該地區產業之規模超過該地區本身之需要，並有多餘的

產能可供輸出至其他地區，是地區得以發展的經濟基礎。 

依據表 3-2所示，民國 95年各級產業區位商數分別為 1.28、1.48

及 0.36，民國 100年分別為 1.05、1.53 及 0.25，顯示第一及第二級

產業於民國 95 及 100 年，皆可滿足地方需求，為地區較強勢之產業；

第三級產業則無法滿足地區需求，必須仰賴其他地方的輸入。其中，

各級產業中，僅第二級產業之區位商數為增加，其餘為減少，顯示第

二級產業為地區強勢產業外，更是神岡區未來發展之重點。 

 

表 3-1 神岡區各級產業從業人數統計表 

項目 

95 年 100 年 95~100 年增減 

從業人

數 

（人） 

百分比 

（％） 

從業人

數 

（人） 

百分比 

（％） 

從業人數 

（人） 

年平均 

增加率 

一級產業 16,365 34.38 14,468 31.08 -1,897 -13.11% 

二級

產業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D) - (D) - - 

- 

製造業 23,733 49.86 24,874 53.44 1,141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 - - - -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27 0.06 44 0.09 17 

營造業 862 1.81 1,048 2.25 186 

小計 24,622 51.73 25,966 55.78 1,344 5.18% 

三級

產業 

批發及零售業 4,225 8.88 3,547 7.62 -678 

- 

運輸及倉儲業 307 0.65 477 1.02 170 

住宿及餐飲業 452 0.95 513 1.10 61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116 0.24 62 0.13 -54 

金融及保險業 117 0.25 101 0.22 -16 

不動產業 69 0.14 41 0.09 -28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197 0.41 135 0.29 -62 

支援服務業 99 0.21 222 0.48 123 

教育服務業 178 0.37 196 0.42 18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

業 

458 0.96 421 0.90 -37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21 0.04 37 0.08 16 

其他服務業 370 0.78 363 0.78 -7 

 小計 6,609 13.89 6,115 13.14 -494 -8.08% 

總計 47,596 100.00 46,549 100.00 -1,047 - 

資料來源：民國 95年及 100年工商及服務業普查、民國 94年及 99年農林漁牧戶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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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神岡區區位商數表 

項目 第一級產業 第二級產業 第三級產業 

95 年 1.28 1.48 0.36 

100 年 1.05 1.53 0.25 

 

(三)工商及服務業場所單位分析 

依據行政院主計處民國 100年工商及服務業普查統計結果，神岡

區內工商及服務業場所登記有案者共計 4,717家，其中第二級產業為

2,785家，佔總家數59.04%，以製造業為主，計有2,529家，佔53.61%；

第三級產業為 1,932 家，佔 40.96%，以批發及零售業為主，計有 1,021

家，佔 21.65%，詳表 3-3所示。自民國 95 至 100 年，整體工商及服

務業場所單位 共增加 133 家，平均成長率達 2.90%，其中第二級產

業增加 138 家，成長率為 5.21%，第三級產業減少 5 家，成長率為

-0.26%。由以上數據可得知，本區工商及服務業場所家數，第二級產

業呈現正成長，第三級產業為負成長，顯示神岡區仍以第二級產業為

主。 

(四)小結 

臺灣地區近年來產業發展趨勢已逐漸從初級、二級產業為主轉型

為二級、三級產業，而二級產業中又以發展科技產業為主，本特定區

因鄰近中部科學工業園區，故產業結構亦產生顯著變化。 

在全臺產業環境及地方重大建設雙重影響之下，特定區鄰近之行

政區於 95 年度普查結果中，豐原區之服務業已成為主要產業，其他

三區仍以二級產業並重，但三級產業在 95～100 年間則有顯著之成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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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神岡區工商及服務業場所單位統計表 

 

項目 

95 年 100 年 95~100 年增減 

單位數 

（家） 

百分比 

（％） 

單位數 

（家） 

百分比 

（％） 

單位數 

（家） 

年 平

均 增

加 率 

二

級

產

業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3 0.07 1 0.02 -2  

 

- 
製造業 2,418 52.75 2,529 53.61 111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 - - - - 

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18 0.39 18 0.38 0 

營造業 208 4.54 237 5.02 29 

小計 2,647 57.74 2,785 59.04 138 5.21 

三

級

產

業 

批發及零售業 1,082 23.60 1,021 21.65 -61  

 

 

 

 

 

- 

運輸及倉儲業 72 1.57 80 1.70 8 

住宿及餐飲業 264 5.76 290 6.15 26 

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7 0.15 14 0.30 7 

金融及保險業 22 0.48 16 0.34 -6 

不動產業 15 0.33 16 0.34 1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59 1.29 61 1.29 2 

支援服務業 34 0.74 36 0.76 2 

教育服務業 42 0.92 42 0.89 0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

務業 

61 1.33 63 1.34 2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17 0.37 25 0.53 8 

其他服務業 262 5.72 268 5.68 6 

 小計 1,937 42.26 1,932 40.96 -5 -0.26 

總計 4,584 100.00 4,717 100.00 133 2.90 

資料來源：民國 95年及 100年工商及服務業普查。 

表 3-4  95年及 100年度各級產業人口比較表         單位：人 

項目 初級產業 二級產業 三級產業 

豐原區 
95 年 2,481 25,649 25,805 

100年  23,028 25,343 

神岡區 
95 年 1,021 24,625 6,661 

100年  25,966 6,115 

大雅區 
95 年 980 27,154 10,930 

100年  32,270 12,912 

潭子區 
95 年 1,506 42,106 10,087 

100年  50,893 12,588 

四區合計 
95 年 5,988 119,534 53,483 

100年  132,157 56,958 

註：本表所列初級產業人口係依 94 年度及 99 年度農林漁牧業普查結果，二級及三級產
業人口則依 95 年度及 100 年度工商業普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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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人口 

本細部計畫範圍位於神岡區之高速公路豐原交流道附近特定區計畫區 

內，因特定區計畫區橫跨 4個行政區，分別為豐原、潭子、大雅及神岡區，

故針對這四區進行人口分析。 

經表 3-5 數據顯示，豐原、潭子、大雅及神岡區之人口數年平均成長

率皆為正成長，分別為 0.18%、1.00%、0.87%及 0.21%。行政區人口數於民 

國 92 年 404,969 人，至民國 106 年為 435,923 人，14 年間增加 30,954 人，

平均成長率為 0.53%。 

本案都市計畫區人口民國 92年為 102,656人，至民國 105年為 114,827 

人，期間人口增加 12,171 人，年平均成長率約為 0.86%，顯示人口雖於民

國 101 年至 103 年為下降，但自民國 103 年以後皆為成長，顯示人口仍有

成長之趨勢。 

 

表 3-5 豐原、潭子、大雅及神岡區行政區及特定區計畫現況歷年人口數 

項目 
行政區人口數 特定區計畫 

現況人口數 豐原區 潭子區 大雅區 神岡區 總計 

92 162,828 94,220 84,297 63,624 404,969 102,656 
93 163,228 94,834 85,177 63,852 407,091 103,586 
94 163,746 95,462 85,739 63,817 408,764 104,765 
95 164,051 96,450 86,993 64,230 411,724 105,556 
96 164,619 97,416 87,976 64,271 414,282 107,232 
97 165,238 98,456 88,864 64,159 416,717 108,601 
98 165,245 99,677 89,499 63,982 418,403 110,036 
99 165,433 100,481 89,825 63,753 419,492 110,884 

100 165,609 101,781 90,591 63,921 421,902 112,408 
101 166,085 103,516 91,367 64,534 425,502 114,642 
102 166,090 104,471 91,939 64,899 427,399 114,441 
103 166,458 105,165 92,628 64,956 429,207 113,050 
104 166,749 106,557 93,661 65,178 432,145 114,058 
105 166,778 107,530 94,488 65,496 434,292 114,827 
106 166,879 108,288 95,203 65,553 435,923 -- 

年平均 

成長率 
0.18% 1.00% 0.87% 0.21% 0.53% 0.86% 

資料來源：變更高速公路神岡交流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書、

臺中市政府民政局人口統計網要及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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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土地使用現況 

遠貿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民族廠，目前設有生產線、組裝線、倉庫、餐

廳、守衛室、停車場等建築設施。計畫區除東北側臨潭雅神自行車道，其

餘臨接農業區、零星工業區，目前廠區進出道路以昌平路銜接省道中山路，

往東側可連接至豐原交流道，交通進出通行極為便捷。 

本細部計畫區現況除部分為遠貿公司之廠房外，其餘為空地及荒地。 

 

 

 

 

 

 

 

 

 

 

 

 

 

 

 

 

 

 

 

 

 

  

 
圖 3-2 基地現況航照圖 

現有零星工業區 
申請擴廠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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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土地使用現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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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交通系統現況 

本計畫區以基地東側昌平路為主要聯絡道路，向北約 470 公尺可聯接

省道台 10 線(中山路)，並通至國道 1 號之豐原交流道，往南 3.2 公里可聯

接至大雅區雅潭路；基地北側臨接著名的自行車道系統—潭雅神綠園道，

假日為遊客聚集之景點。（詳圖 3-5所示） 

 

 

 

 

 

 

 
圖 3-4 細部計畫區現況土地使用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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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現況交通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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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擴廠計畫概要 

一、擴廠背景 

●遠貿公司自 1996 年致力於嬰幼兒用品及醫療器材與各種矽塑膠成型

產品的開發與製造，擁有長達 20 年的經歷。 
●在產品上，有醫療等級矽塑膠零組件開發與製造能力，相繼通過

ISO13485、CE 認證、FDA 510k 產品認證、日本 MHLW 製造商資格認

證、與 GMP 認證資格，且具有堅強的矽塑膠成型開發與製造能力，能

夠勝任關鍵零組件的開發認證與生產。 
●遠貿擁有堅強的研發團隊，所研製生產的面罩產品大部分是醫療等級，

且材料與設計生產都能符合人因工程，可以達到產品舒適且容易使用

之功能。 
●專注於塑膠、矽橡膠成型技術，知名歐盟頂級國際客戶的醫療呼吸麻

醉面罩有 60%以上採用本公司產品。 
●在台中設置研發中心，研發經費占年營收 9%，專利計有 10 件。 
●麻醉面罩類生產設備之良率 99%，目前產能已達年量 900 萬組，可說

是全球前三大。 
●公司員工人數約 140 人，2016 年度營業額達 3.8 億元。 

(一)公司生產基地： 
2007 建立全新自主的辦公及生產大樓(社南廠) 
2009 建立新的第二棟工廠(民族廠) 
2015 購置拓展公司旁土地廠房 

(二)國內勞工就業情形 
配合政府機構員工招募活動提升就業機會，公司堅持產品台灣在

地生產，持續性地營造友善的工作環境，提供當地勞工在地就業機

會。 
(三)中下游關聯企業成長情形 

產業上嘉惠下游衛星產業鏈，所增加產品線將有助於讓衛星工廠

製造生產更多產品，可以增加產業鏈本土就業的工作機會，藉此帶動

產業鏈整體成長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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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醫療器材產業，目前廠房規模業已不足應付訂單需求，為提

高產值實有擴廠需要，同時可創造就業機會，以促進地區發展。故依

「都市計畫工業區毗鄰土地變更處理原則」規定提出擴廠計畫申請。 
 

二、擴廠的目的及必要性 

遠貿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目前在現有工廠規模業已無法負荷訂單需求，

實有擴建民族廠需求，以達成下列目標： 

(一)成本控制 

醫療產業是台灣未來發展極具競爭力產業，但對大陸低價策略

崛起產生威脅性的侵略，創立產業生產製程之垂直整合，可有效掌

握生產進度、成本控管。 

(二)提昇產品品質 

目前生產過程目前大都委外處理，不易控制品質、交期，擴廠

後將自行生產處理，較易控制產品品質。 

(三)根留台灣 

建構完善供應鏈生產環境，促進產業發展，避免因生產規模不

足，導致產業外移情形。 

(四)配合政府機構員工招募活動提升就業機會，公司堅持產品台灣在地

生產，持續性地營造友善的工作環境，提供當地勞工在地就業機會。 

(五)產業上嘉惠下游衛星產業鏈，所增加產品線將有助於讓衛星工廠製

造生產更多產品，可以增加產業鏈本土就業的工作機會，藉此帶動

產業鏈整體成長提升。 

 

三、擴廠範圍說明 

遠貿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民族廠現址座落在台中市社南段 1146、1147 二

筆土地上，面積 1,193 平方公尺；本計畫配合擴廠需要將毗鄰工廠周邊之社

南段 1126-3 等 10 筆土地，面積 5,728 平方公尺納入申請變更為工業區，詳

圖 4-1 擴廠前後地籍圖。本次申請變更之土地總面積未超過 5 公頃但超過

原有廠地面積之 1.5 倍，故依「都市計畫工業區毗鄰土地變更處理原則」規

定提出擴廠計畫申請，並獲經濟部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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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擴廠範圍土地使用分區對照表 

項

目 地段 地號 面積 
(平方公尺) 

變更前主要計畫

分區 
變更後主要計畫

分區 土地所有權人 

1 社南段 1126-3 220 農業區 零星工業區 遠貿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 社南段 1127 261 農業區 零星工業區 遠貿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3 社南段 1129 1,040 農業區 零星工業區 遠貿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4 社南段 1131-1 607 農業區 零星工業區 遠貿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5 社南段 1135-1 258 農業區 零星工業區 遠貿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6 社南段 1135-5 42 農業區 零星工業區 遠貿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7 社南段 1142 295 農業區 零星工業區 遠貿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8 社南段 1143 1,155 農業區 零星工業區 遠貿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9 社南段 1144 645 農業區 零星工業區 遠貿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 社南段 1145 1,205 農業區 零星工業區 遠貿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合計 5,728    

 

 圖 4-1 擴廠範圍地籍示意圖 

 19 



 

四、擴廠前廠區土地使用情形 

遠貿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民族廠現有廠房配置及使用情形如下： 

一樓：成型、射出及成品倉儲使用。 
二樓：簡易組裝及物料倉儲。 
三樓：主要組裝及物料倉儲。 
四樓：成型、射出及物料倉儲。 
廠區一樓基地配置詳見圖 4-2。 

 
 
 
 
 
 
 
 
 
 
 
 
 

 

 

 
圖 4-2 現有基地一樓建築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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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擴廠後土地使用計畫 

「都市計畫工業區毗鄰土地變更處理原則」第 4 點規定：(1)變更土地

至少規劃 30％為公共設施用地；(2)公共設施用地應無償捐贈予地方政府，

無法捐贈者經地方政府同意得改以變更後第一次公告現值加 40％折算繳交

代金；(3)應由申請人自行擬定細部計畫，配置必要公共設施，並由申請人

自行負擔開發經費；(4)變更工業區扣除公共設施後之可建築基地，最大建

蔽率 70％、容積率 210％。 

另外，本計畫擴廠後生產效率需求，將作業廠房集中劃設，同時維護

周邊農業生產環境之完整性，在本計畫變更範圍周邊留設 2 公尺之隔離綠

帶，並規劃適當之公共設施用地。 

 (一)規劃分析 

本計畫變更面積 0.5728 公頃，依規定至少規劃 0.1719 公頃之

公共設施用地，可規劃 0.4009 公頃之零星工業區。申請人依「都市

計畫工業區毗鄰土地變更處理原則」第 4 點規定內容，將計畫區規

劃之公共設施用地無償捐贈予臺中市政府。 

(二)土地使用規劃內容 

遠貿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民族廠擴廠前原有面積 0.1193 公頃，本

次擴廠面積 0.5728 公頃，擴廠後總面積共有 0.6921 公頃。 

為避免廠區對周圍環境造成影響，擴廠範圍周圍除現有基地之

廠房位置及南側進出口處，其餘留設 2 公尺綠地用地，並配合鄰近

潭雅神自行車道系統，規劃留設一處綠地，作為土地變更回饋之公

共設施用地。(詳表 4-2 擴廠部分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圖 4-3 擴

廠後土地使用計畫示意圖)。 

表 4-2 擴廠部分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 

項    目 面積(公頃) 比例（%） 

零星工業區 0.4009 69.99 

綠地 0.1719 30.01 

合    計 0.5728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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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3 擴廠後土地使用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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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擴廠後空間配置規劃 

擴廠前之廠房為二棟連接而成之 L 型 4 樓廠房，建築基地面積 3,043

平方公尺；擴廠後預計增建一棟 4樓之廠房，基地面積為 1,064平方公尺，

樓地板面積 4,256 平方公尺(實際面積依核准通過建照內容為準)；廠房配

置及使用情形規劃如下： 

一樓：成型加工區、成品區倉庫。 
二樓：成型加工區。 
三樓：生產線區、零配件倉庫。 
四樓：研發實驗區、工程配件倉庫及庫存周轉。 

擴廠後廠區一樓配置詳見圖 4-4。 

 
 
 
 
 
 
 
 
 
 
 
 
 
 
 
 
 
 
 
 
 

 

 
圖 4-4 擴廠後遠貿增建範圍及原廠區一樓平面圖 

註：實際配置圖依核准通過建照內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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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規劃原則及構想 

一、 規劃目標 

（一）訂定公平合理之事業及財務計畫，以促進本案之開發與興闢。 

（二）為促進本計畫區土地之合理使用，訂定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二、 規劃構想 

本案依「都市計畫工業區毗鄰土地變更處理原則」提出變更；而依該

原則第 4 點規定：變更土地至少規劃 30％為公共設施用地，因此，本細部

計畫規劃原則如下： 

(一)考量本計畫擴廠後生產效率需求，將作業廠房集中劃設，同時維護

周邊農業生產環境之完整性，擴廠範圍周圍除現有基地之廠房位置

及南側進出口處，其餘留設 2 公尺綠地用地。 

(二)並配合鄰近潭雅神自行車道系統，規劃留設一處綠地，作為土地變

更回饋之公共設施用地。 

 

三、低碳生態環境營造策略 

本案為營造低碳生態環境，將透過強化綠色基盤設施、水資源再利用

及使用低耗能設備等環境營造策略，以降低開發衝擊、提高周邊環境品質，

並積極維護環境品質做好敦親睦鄰關係。 

(一)強化綠色基盤設施 

針對建築物及廠區車道、人行通道出入口等廠區使用空間外之

其餘空間將進行綠美化，以加強廠區內之色植栽或設置隔離設施，

有助於空氣中污染物吸收、轉換及氣溫調節，以達淨化空氣品質效

果。 

(二)水資源再利用 

針對新廠區內生活污水、用水排放等問題，做好整體性水資源

維護策略，且於新建廠區內設置污水處設施、雨水儲流槽及濾水設

施等，並將排水道系統分流，分別處理生活廢污水及雨水，將收集

處理後之雨水及回收中水作為綠地用地澆灌(灑)用水，以減少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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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使用量。 

(三)使用低耗能設備 

以建築設計方式增加廠房通風性及採光度，於日常節能部分可

選用節能空調設備或節能燈具為主，並使用分區開關控制，有效降

低電力使用，且針對廠內設備優先選用低污染機具，以落實節能減

碳目標。 

(四)開發綠色替代能源 

針對廠區部分建築物屋頂規劃設置太陽能板發電，可產生電能

連結至廠區電源系統，提供其餘廠房、庭院燈、路燈、停車照明等

設備使用，以提高替代能源效率。 

(五)維護綠美化環境及做好敦親睦鄰關係 

遠貿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民族廠於擴廠前即非常重視周邊環境之

綠美化與維護，目前鄰接潭雅神綠園道之民族廣場即為遠貿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所認養，並負責民族廣場之管理維護工作，除替市政府

做好環境維護之工作外，也獲地方民眾之認同，未來擴廠後亦將秉

持維護綠美化環境及做好敦親睦鄰關係之策略。 

 

 

 

 

 

 

 

 

 

 

 

 

 

 

 

 

 

  
遠貿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所認養之潭雅神綠園道民族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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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實質計畫內容 

一、計畫範圍 

本細部計畫範圍為遠貿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民族廠(台中市神岡區昌平

路 5 段 257 號)西側之社南段 1126-3、1127、1129、1131-1、1135-1、1135-5、
1142、1143、1144、1145 等 10 筆土地，面積 0.5728 公頃。 

 
二、計畫年期 

依循主要計畫之指導，計畫年期訂為民國 115 年。 

 
三、計畫活動人口 

計畫範圍主要供遠貿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民族廠進行生產製造使用，故

僅有活動人口，約 230 人。 

 
四、公共設施計畫 

本細部計畫配合鄰近土地使用需求及隔離空間之考量，規劃一處綠地

及 2 米寬之隔離綠帶，面積 0.1719 公頃，佔細部計畫區總面積之 30.01%，

各項土地使用計畫面積及區位詳表 6-1 及圖 6-1。 
 

 

表 6-1 細部計畫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 

項    目 面積(公頃) 比例（%） 

零星工業區 0.4009 69.99 

綠地 0.1719 30.01 

合    計 0.5728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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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細部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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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道路系統計畫 

本細部計畫區內未增設計畫道路，計畫區以基地東側昌平路(主 4 號

12M)為主要聯絡道路，向北約 470 公尺可聯接省道台 10 線(中山路)，並通

至國道 1 號之豐原交流道，往南 3.2 公里可聯接至大雅區雅潭路；基地北側

臨接著名的自行車道系統—潭雅神綠園道，假日為遊客聚集之景點（詳圖

3-5 所示）； 
本計畫開發後之汽機車進出動線詳圖 6-2 所示，基地未來之進出，除

主要大型貨櫃、貨車進出仍經由原東側廠房連接至昌平路五段外，小型汽

車及機車則經由基地南側之進出口由南側之現況道路(4M~5M)進出，再通

往昌平路五段。 

 
六、都市防災計畫 

依「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規定，將都市防災計畫納入規

劃檢討，就災害種類、防災避難系統等予以規劃(詳圖 6-3 所示）。 
(一)災害種類 

依據計畫區之地區特性，其可能發生之災害種類大致分為自然災害

及人為災害，概述如下： 

1.自然災害：如地震、颱風、水災等。 

2.人為災害：如都市火災、公害污染等。 

(二)防災避難系統 

1.防災避難空間 

將計畫區內之綠地規劃為防災避難空間，供作臨時性避難場所

使用。 

2.防災避難路線 

為提高計畫區內防救災功能，將計畫區東側廠區內動線系統通

往昌平路五段及基地西側通往現有巷道之系統規劃作為防災避難

路線、消防緊急救災道路及輸送道路使用。 

(三)火災延燒防止地帶 

計畫區內之開放空間(綠地用地及法定空地)及鄰接之潭雅神綠園

道可作為火災延燒防止地帶，以阻絕火勢漫延。 

 

 28 



 

 

 

 

 

 

 

 

 

 

 

 

 

 

 

 

 

 

 

 

 

 
圖 6-2 汽機車進出動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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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6-3 都市防災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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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本計畫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規定如下： 

(一)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 22 條及都市計畫法台灣省施行細則第 35 條規

定訂定之。 

(二)零星工業區僅得為低污染性之工業及與該工業有關之辦公室、倉庫、

生產實驗室等設施使用為主，使用限制依都市計畫法台灣省施行細則

第 21 條之規定管制；其建蔽率不得超過 70％，容積率不得超過 210

％。 

(三)建築物新建、改建、增建、變更用途增建部分，其樓地板面積在 150

平方公尺(含)以下，應設置一部停車空間，超過部份每滿 150 平方公

尺及其零數應增設一部停車空間。 

(四)綠地應種植喬木綠化，喬木覆蓋率不得低於綠地面積之 50%。 

(五)建築基地內之法定空地應留設二分之一以上種植花草樹木。 

(六)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適用其他法令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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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實施進度及經費 

一、開發方式 

本計畫從規劃至開發，共分為二個階段，詳細內容如下說明。 

(一)規劃階段 

第一階段為規劃階段，辦理都市計畫變更程序、細部計畫擬定程

序。並依據「都市計畫工業區毗鄰土地變更處理原則」規範，進行土

地變更、規劃作業。 

(二)開發階段 

在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後一年內，由開發業者自行完成公共設施興

建開闢。爾後三年內完成擴廠興建計畫。 

 

 

二、開發時間 

本計畫從民國 107 年 2 月開始申請辦理都市計畫變更，預定一年內完

成變更作業。並在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後一年內完成公共設施興建工程，且

於三年內完成擴廠興建計畫。 

 

 

三、財務計畫 

本計畫開發範圍內土地業已取得。公共設施之興建費用由開發者自行

負擔，並且無償捐贈予地方政府(詳表 7-1 財務計畫表、表 7-2 實施進

度及經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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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財務計畫表 

項目 金額(元) 備註 

廠房興建成本 60,000,000  

公共設施 

興建成本 
綠地用地(1,719平方公尺) 3,438,000 2,000元／平方公尺 

合計 63,438,000   

註：本表為概算結果，實際開發經費仍以開發當時之費用為準。 

 

表 7-2 實施進度及經費表 

公設項目 
面積 

(平方公尺) 
開發經費(元) 主辦單位 

預定完成

期限 
經費來源 

綠地用地 1,719 3,438,000 開發業者 
發布實施後

一年內 
開發業者 

合計 1,719 3,438,000    

註：本表為概算結果，實際開發經費仍以開發當時之費用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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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遠貿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民族廠設立登記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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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地籍圖謄本、土地登記簿謄本 

  









   ㈯㆞登記第㆓類謄本（㈯㆞標示及所㈲權部）

         神岡區㈳南段 1126-0003㆞號

    列㊞時間：民國107年04㈪02㈰10時00分                                頁次：1

    本謄本係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由龍楹工程顧問㈲限公司㉂行列㊞
    謄本種類碼：KN!3J89B9C，可㉃http://ep.land.nat.gov.tw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
    豐原㆞政事務所  主  任    楊政儒       
    豐原電謄字第043428號
    ㈾料管轄機關：臺㆗市豐原㆞政事務所  謄本核發機關：臺㆗市豐原㆞政事務所

  ***************  ㈯㆞標示部  ****************

    登記㈰期：民國094年06㈪15㈰                      登記原因：分割
    面    積：******220.00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空白）                             使用㆞類別：（空白）
    民國107年01㈪    公告㈯㆞現值：****4,700元／平方公尺
    ㆞㆖建物建號：共0棟
    其他登記事㊠：分割㉂１１２６㆞號
                  因分割增加㆞號：１１２６－５㆞號

    本謄本未申請列㊞㆞㆖建物建號，詳細㆞㆖建物建號以登記機關登記為主

  **************  ㈯㆞所㈲權部  ***************

    （0001）登記次序：0006
    登記㈰期：民國104年02㈪02㈰                         登記原因：買賣
    原因發生㈰期：民國103年12㈪11㈰
      所㈲權㆟：遠貿㈽業股份㈲限公司                                        
      統㆒編號：97200102                            
      住    址：臺㆗市神岡區㈳南里㈳南街５巷１５弄１７號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權狀字號：104豐原字第002208號
    當期申報㆞價：107年01㈪******672.0元／平方公尺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價：
    103年12㈪     ****4,80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相關他㊠權利登記次序：0001-000 
    其他登記事㊠：（空白）

         本謄本僅係 ㈯㆞標示及所㈲權部 節本，詳細權利狀態請參閱全部謄本
                                      〈 本謄本列㊞完畢 〉
    ※㊟意：㆒、本電子謄本係依電子簽章法規定產製，其所產製為㆒密文檔與㆞政事務所核發
                紙張謄本具㈲同等效用。
            ㆓、若經列㊞成紙本已為解密之明文㈾料，僅供閱覽。本電子謄本要具文書證明效
                力，應㆖網㉃   http://ep.land.nat.gov.tw    網站查驗，以㆖傳電子謄本
                密文檔案，或輸入已解密之明文㆞政電子謄本第㆒頁的謄本種類碼，查驗謄本
                之完整性，以免被竄改，惟本謄本查驗期限為㆔個㈪。
            ㆔、本謄本之處理及利用，申請㆟應㊟意依個㆟㈾料保護法第５條、第１９條、第
                ２０條及第２９條規定辦理。
            ㆕、前次移轉現值㈾料，於課徵㈯㆞增值稅時，仍應以稅捐稽徵機關核算者為依據。

臺
中
市
豐
原
地
政
事
務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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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第㆓類謄本（㈯㆞標示及所㈲權部）

         神岡區㈳南段 1127-0000㆞號

    列㊞時間：民國107年04㈪02㈰10時00分                                頁次：1

    本謄本係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由龍楹工程顧問㈲限公司㉂行列㊞
    謄本種類碼：KN!3J89B9C，可㉃http://ep.land.nat.gov.tw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
    豐原㆞政事務所  主  任    楊政儒       
    豐原電謄字第043428號
    ㈾料管轄機關：臺㆗市豐原㆞政事務所  謄本核發機關：臺㆗市豐原㆞政事務所

  ***************  ㈯㆞標示部  ****************

    登記㈰期：民國064年09㈪23㈰                      登記原因：㆞目等則調整
    面    積：******261.00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空白）                             使用㆞類別：（空白）
    民國107年01㈪    公告㈯㆞現值：****4,700元／平方公尺
    ㆞㆖建物建號：共0棟
    其他登記事㊠：（空白）

    本謄本未申請列㊞㆞㆖建物建號，詳細㆞㆖建物建號以登記機關登記為主

  **************  ㈯㆞所㈲權部  ***************

    （0001）登記次序：0006
    登記㈰期：民國104年02㈪02㈰                         登記原因：買賣
    原因發生㈰期：民國103年12㈪11㈰
      所㈲權㆟：遠貿㈽業股份㈲限公司                                        
      統㆒編號：97200102                            
      住    址：臺㆗市神岡區㈳南里㈳南街５巷１５弄１７號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權狀字號：104豐原字第002209號
    當期申報㆞價：107年01㈪******672.0元／平方公尺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價：
    103年12㈪     ****4,80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相關他㊠權利登記次序：0001-000 
    其他登記事㊠：（空白）

         本謄本僅係 ㈯㆞標示及所㈲權部 節本，詳細權利狀態請參閱全部謄本
                                      〈 本謄本列㊞完畢 〉
    ※㊟意：㆒、本電子謄本係依電子簽章法規定產製，其所產製為㆒密文檔與㆞政事務所核發
                紙張謄本具㈲同等效用。
            ㆓、若經列㊞成紙本已為解密之明文㈾料，僅供閱覽。本電子謄本要具文書證明效
                力，應㆖網㉃   http://ep.land.nat.gov.tw    網站查驗，以㆖傳電子謄本
                密文檔案，或輸入已解密之明文㆞政電子謄本第㆒頁的謄本種類碼，查驗謄本
                之完整性，以免被竄改，惟本謄本查驗期限為㆔個㈪。
            ㆔、本謄本之處理及利用，申請㆟應㊟意依個㆟㈾料保護法第５條、第１９條、第
                ２０條及第２９條規定辦理。
            ㆕、前次移轉現值㈾料，於課徵㈯㆞增值稅時，仍應以稅捐稽徵機關核算者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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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第㆓類謄本（㈯㆞標示及所㈲權部）

         神岡區㈳南段 1129-0000㆞號

    列㊞時間：民國107年04㈪02㈰10時00分                                頁次：1

    本謄本係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由龍楹工程顧問㈲限公司㉂行列㊞
    謄本種類碼：KN!3J89B9C，可㉃http://ep.land.nat.gov.tw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
    豐原㆞政事務所  主  任    楊政儒       
    豐原電謄字第043428號
    ㈾料管轄機關：臺㆗市豐原㆞政事務所  謄本核發機關：臺㆗市豐原㆞政事務所

  ***************  ㈯㆞標示部  ****************

    登記㈰期：民國064年09㈪23㈰                      登記原因：㆞目等則調整
    面    積：****1,040.00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空白）                             使用㆞類別：（空白）
    民國107年01㈪    公告㈯㆞現值：****4,700元／平方公尺
    ㆞㆖建物建號：共0棟
    其他登記事㊠：（空白）

    本謄本未申請列㊞㆞㆖建物建號，詳細㆞㆖建物建號以登記機關登記為主

  **************  ㈯㆞所㈲權部  ***************

    （0001）登記次序：0006
    登記㈰期：民國104年02㈪02㈰                         登記原因：買賣
    原因發生㈰期：民國103年12㈪11㈰
      所㈲權㆟：遠貿㈽業股份㈲限公司                                        
      統㆒編號：97200102                            
      住    址：臺㆗市神岡區㈳南里㈳南街５巷１５弄１７號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權狀字號：104豐原字第002210號
    當期申報㆞價：107年01㈪******672.0元／平方公尺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價：
    103年12㈪     ****4,80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相關他㊠權利登記次序：0001-000 
    其他登記事㊠：（空白）

         本謄本僅係 ㈯㆞標示及所㈲權部 節本，詳細權利狀態請參閱全部謄本
                                      〈 本謄本列㊞完畢 〉
    ※㊟意：㆒、本電子謄本係依電子簽章法規定產製，其所產製為㆒密文檔與㆞政事務所核發
                紙張謄本具㈲同等效用。
            ㆓、若經列㊞成紙本已為解密之明文㈾料，僅供閱覽。本電子謄本要具文書證明效
                力，應㆖網㉃   http://ep.land.nat.gov.tw    網站查驗，以㆖傳電子謄本
                密文檔案，或輸入已解密之明文㆞政電子謄本第㆒頁的謄本種類碼，查驗謄本
                之完整性，以免被竄改，惟本謄本查驗期限為㆔個㈪。
            ㆔、本謄本之處理及利用，申請㆟應㊟意依個㆟㈾料保護法第５條、第１９條、第
                ２０條及第２９條規定辦理。
            ㆕、前次移轉現值㈾料，於課徵㈯㆞增值稅時，仍應以稅捐稽徵機關核算者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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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第㆓類謄本（㈯㆞標示及所㈲權部）

         神岡區㈳南段 1131-0001㆞號

    列㊞時間：民國107年04㈪02㈰10時00分                                頁次：1

    本謄本係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由龍楹工程顧問㈲限公司㉂行列㊞
    謄本種類碼：KN!3J89B9C，可㉃http://ep.land.nat.gov.tw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
    豐原㆞政事務所  主  任    楊政儒       
    豐原電謄字第043428號
    ㈾料管轄機關：臺㆗市豐原㆞政事務所  謄本核發機關：臺㆗市豐原㆞政事務所

  ***************  ㈯㆞標示部  ****************

    登記㈰期：民國064年09㈪23㈰                      登記原因：㆞目等則調整
    面    積：******607.00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空白）                             使用㆞類別：（空白）
    民國107年01㈪    公告㈯㆞現值：****4,700元／平方公尺
    ㆞㆖建物建號：共0棟
    其他登記事㊠：（空白）

    本謄本未申請列㊞㆞㆖建物建號，詳細㆞㆖建物建號以登記機關登記為主

  **************  ㈯㆞所㈲權部  ***************

    （0001）登記次序：0006
    登記㈰期：民國104年02㈪02㈰                         登記原因：買賣
    原因發生㈰期：民國103年12㈪11㈰
      所㈲權㆟：遠貿㈽業股份㈲限公司                                        
      統㆒編號：97200102                            
      住    址：臺㆗市神岡區㈳南里㈳南街５巷１５弄１７號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權狀字號：104豐原字第002211號
    當期申報㆞價：107年01㈪******672.0元／平方公尺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價：
    103年12㈪     ****4,80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相關他㊠權利登記次序：0001-000 
    其他登記事㊠：（空白）

         本謄本僅係 ㈯㆞標示及所㈲權部 節本，詳細權利狀態請參閱全部謄本
                                      〈 本謄本列㊞完畢 〉
    ※㊟意：㆒、本電子謄本係依電子簽章法規定產製，其所產製為㆒密文檔與㆞政事務所核發
                紙張謄本具㈲同等效用。
            ㆓、若經列㊞成紙本已為解密之明文㈾料，僅供閱覽。本電子謄本要具文書證明效
                力，應㆖網㉃   http://ep.land.nat.gov.tw    網站查驗，以㆖傳電子謄本
                密文檔案，或輸入已解密之明文㆞政電子謄本第㆒頁的謄本種類碼，查驗謄本
                之完整性，以免被竄改，惟本謄本查驗期限為㆔個㈪。
            ㆔、本謄本之處理及利用，申請㆟應㊟意依個㆟㈾料保護法第５條、第１９條、第
                ２０條及第２９條規定辦理。
            ㆕、前次移轉現值㈾料，於課徵㈯㆞增值稅時，仍應以稅捐稽徵機關核算者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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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第㆓類謄本（㈯㆞標示及所㈲權部）

         神岡區㈳南段 1135-0001㆞號

    列㊞時間：民國107年04㈪02㈰10時00分                                頁次：1

    本謄本係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由龍楹工程顧問㈲限公司㉂行列㊞
    謄本種類碼：KN!3J89B9C，可㉃http://ep.land.nat.gov.tw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
    豐原㆞政事務所  主  任    楊政儒       
    豐原電謄字第043428號
    ㈾料管轄機關：臺㆗市豐原㆞政事務所  謄本核發機關：臺㆗市豐原㆞政事務所

  ***************  ㈯㆞標示部  ****************

    登記㈰期：民國096年07㈪17㈰                      登記原因：分割
    面    積：******258.00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空白）                             使用㆞類別：（空白）
    民國107年01㈪    公告㈯㆞現值：****4,700元／平方公尺
    ㆞㆖建物建號：共0棟
    其他登記事㊠：分割㉂１１３５㆞號
                  合併㉂１１３５－３㆞號
                  因分割增加㆞號：１１３５－４、１１３５－５㆞號

    本謄本未申請列㊞㆞㆖建物建號，詳細㆞㆖建物建號以登記機關登記為主

  **************  ㈯㆞所㈲權部  ***************

    （0001）登記次序：0007
    登記㈰期：民國104年02㈪02㈰                         登記原因：買賣
    原因發生㈰期：民國103年12㈪11㈰
      所㈲權㆟：遠貿㈽業股份㈲限公司                                        
      統㆒編號：97200102                            
      住    址：臺㆗市神岡區㈳南里㈳南街５巷１５弄１７號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權狀字號：104豐原字第002212號
    當期申報㆞價：107年01㈪******672.0元／平方公尺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價：
    103年12㈪     ****4,80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相關他㊠權利登記次序：0001-000 
    其他登記事㊠：（空白）

         本謄本僅係 ㈯㆞標示及所㈲權部 節本，詳細權利狀態請參閱全部謄本
                                      〈 本謄本列㊞完畢 〉
    ※㊟意：㆒、本電子謄本係依電子簽章法規定產製，其所產製為㆒密文檔與㆞政事務所核發
                紙張謄本具㈲同等效用。
            ㆓、若經列㊞成紙本已為解密之明文㈾料，僅供閱覽。本電子謄本要具文書證明效
                力，應㆖網㉃   http://ep.land.nat.gov.tw    網站查驗，以㆖傳電子謄本
                密文檔案，或輸入已解密之明文㆞政電子謄本第㆒頁的謄本種類碼，查驗謄本
                之完整性，以免被竄改，惟本謄本查驗期限為㆔個㈪。
            ㆔、本謄本之處理及利用，申請㆟應㊟意依個㆟㈾料保護法第５條、第１９條、第
                ２０條及第２９條規定辦理。
            ㆕、前次移轉現值㈾料，於課徵㈯㆞增值稅時，仍應以稅捐稽徵機關核算者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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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第㆓類謄本（㈯㆞標示及所㈲權部）

         神岡區㈳南段 1135-0005㆞號

    列㊞時間：民國107年04㈪02㈰10時00分                                頁次：1

    本謄本係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由龍楹工程顧問㈲限公司㉂行列㊞
    謄本種類碼：KN!3J89B9C，可㉃http://ep.land.nat.gov.tw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
    豐原㆞政事務所  主  任    楊政儒       
    豐原電謄字第043428號
    ㈾料管轄機關：臺㆗市豐原㆞政事務所  謄本核發機關：臺㆗市豐原㆞政事務所

  ***************  ㈯㆞標示部  ****************

    登記㈰期：民國096年07㈪17㈰                      登記原因：分割
    面    積：*******42.00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空白）                             使用㆞類別：（空白）
    民國107年01㈪    公告㈯㆞現值：****4,700元／平方公尺
    ㆞㆖建物建號：共0棟
    其他登記事㊠：分割㉂１１３５－１㆞號

    本謄本未申請列㊞㆞㆖建物建號，詳細㆞㆖建物建號以登記機關登記為主

  **************  ㈯㆞所㈲權部  ***************

    （0001）登記次序：0007
    登記㈰期：民國104年02㈪02㈰                         登記原因：買賣
    原因發生㈰期：民國103年12㈪11㈰
      所㈲權㆟：遠貿㈽業股份㈲限公司                                        
      統㆒編號：97200102                            
      住    址：臺㆗市神岡區㈳南里㈳南街５巷１５弄１７號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權狀字號：104豐原字第002213號
    當期申報㆞價：107年01㈪******672.0元／平方公尺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價：
    103年12㈪     ****4,80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相關他㊠權利登記次序：0001-000 
    其他登記事㊠：（空白）

         本謄本僅係 ㈯㆞標示及所㈲權部 節本，詳細權利狀態請參閱全部謄本
                                      〈 本謄本列㊞完畢 〉
    ※㊟意：㆒、本電子謄本係依電子簽章法規定產製，其所產製為㆒密文檔與㆞政事務所核發
                紙張謄本具㈲同等效用。
            ㆓、若經列㊞成紙本已為解密之明文㈾料，僅供閱覽。本電子謄本要具文書證明效
                力，應㆖網㉃   http://ep.land.nat.gov.tw    網站查驗，以㆖傳電子謄本
                密文檔案，或輸入已解密之明文㆞政電子謄本第㆒頁的謄本種類碼，查驗謄本
                之完整性，以免被竄改，惟本謄本查驗期限為㆔個㈪。
            ㆔、本謄本之處理及利用，申請㆟應㊟意依個㆟㈾料保護法第５條、第１９條、第
                ２０條及第２９條規定辦理。
            ㆕、前次移轉現值㈾料，於課徵㈯㆞增值稅時，仍應以稅捐稽徵機關核算者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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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第㆓類謄本（㈯㆞標示及所㈲權部）

         神岡區㈳南段 1142-0000㆞號

    列㊞時間：民國107年04㈪02㈰10時00分                                頁次：1

    本謄本係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由龍楹工程顧問㈲限公司㉂行列㊞
    謄本種類碼：KN!3J89B9C，可㉃http://ep.land.nat.gov.tw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
    豐原㆞政事務所  主  任    楊政儒       
    豐原電謄字第043428號
    ㈾料管轄機關：臺㆗市豐原㆞政事務所  謄本核發機關：臺㆗市豐原㆞政事務所

  ***************  ㈯㆞標示部  ****************

    登記㈰期：民國069年08㈪29㈰                      登記原因：分割
    面    積：******295.00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空白）                             使用㆞類別：（空白）
    民國107年01㈪    公告㈯㆞現值：****4,700元／平方公尺
    ㆞㆖建物建號：共0棟
    其他登記事㊠：因分割增加㆞號：１１４２－２㆞號

    本謄本未申請列㊞㆞㆖建物建號，詳細㆞㆖建物建號以登記機關登記為主

  **************  ㈯㆞所㈲權部  ***************

    （0001）登記次序：0006
    登記㈰期：民國104年02㈪02㈰                         登記原因：買賣
    原因發生㈰期：民國103年12㈪11㈰
      所㈲權㆟：遠貿㈽業股份㈲限公司                                        
      統㆒編號：97200102                            
      住    址：臺㆗市神岡區㈳南里㈳南街５巷１５弄１７號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權狀字號：104豐原字第002214號
    當期申報㆞價：107年01㈪******672.0元／平方公尺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價：
    103年12㈪     ****4,80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相關他㊠權利登記次序：0001-000 
    其他登記事㊠：（空白）

         本謄本僅係 ㈯㆞標示及所㈲權部 節本，詳細權利狀態請參閱全部謄本
                                      〈 本謄本列㊞完畢 〉
    ※㊟意：㆒、本電子謄本係依電子簽章法規定產製，其所產製為㆒密文檔與㆞政事務所核發
                紙張謄本具㈲同等效用。
            ㆓、若經列㊞成紙本已為解密之明文㈾料，僅供閱覽。本電子謄本要具文書證明效
                力，應㆖網㉃   http://ep.land.nat.gov.tw    網站查驗，以㆖傳電子謄本
                密文檔案，或輸入已解密之明文㆞政電子謄本第㆒頁的謄本種類碼，查驗謄本
                之完整性，以免被竄改，惟本謄本查驗期限為㆔個㈪。
            ㆔、本謄本之處理及利用，申請㆟應㊟意依個㆟㈾料保護法第５條、第１９條、第
                ２０條及第２９條規定辦理。
            ㆕、前次移轉現值㈾料，於課徵㈯㆞增值稅時，仍應以稅捐稽徵機關核算者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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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第㆓類謄本（㈯㆞標示及所㈲權部）

         神岡區㈳南段 1143-0000㆞號

    列㊞時間：民國107年04㈪02㈰10時00分                                頁次：1

    本謄本係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由龍楹工程顧問㈲限公司㉂行列㊞
    謄本種類碼：KN!3J89B9C，可㉃http://ep.land.nat.gov.tw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
    豐原㆞政事務所  主  任    楊政儒       
    豐原電謄字第043428號
    ㈾料管轄機關：臺㆗市豐原㆞政事務所  謄本核發機關：臺㆗市豐原㆞政事務所

  ***************  ㈯㆞標示部  ****************

    登記㈰期：民國064年09㈪23㈰                      登記原因：㆞目等則調整
    面    積：****1,155.00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空白）                             使用㆞類別：（空白）
    民國107年01㈪    公告㈯㆞現值：****4,700元／平方公尺
    ㆞㆖建物建號：共0棟
    其他登記事㊠：（空白）

    本謄本未申請列㊞㆞㆖建物建號，詳細㆞㆖建物建號以登記機關登記為主

  **************  ㈯㆞所㈲權部  ***************

    （0001）登記次序：0006
    登記㈰期：民國104年02㈪02㈰                         登記原因：買賣
    原因發生㈰期：民國103年12㈪11㈰
      所㈲權㆟：遠貿㈽業股份㈲限公司                                        
      統㆒編號：97200102                            
      住    址：臺㆗市神岡區㈳南里㈳南街５巷１５弄１７號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權狀字號：104豐原字第002215號
    當期申報㆞價：107年01㈪******672.0元／平方公尺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價：
    103年12㈪     ****4,80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相關他㊠權利登記次序：0001-000 
    其他登記事㊠：（空白）

         本謄本僅係 ㈯㆞標示及所㈲權部 節本，詳細權利狀態請參閱全部謄本
                                      〈 本謄本列㊞完畢 〉
    ※㊟意：㆒、本電子謄本係依電子簽章法規定產製，其所產製為㆒密文檔與㆞政事務所核發
                紙張謄本具㈲同等效用。
            ㆓、若經列㊞成紙本已為解密之明文㈾料，僅供閱覽。本電子謄本要具文書證明效
                力，應㆖網㉃   http://ep.land.nat.gov.tw    網站查驗，以㆖傳電子謄本
                密文檔案，或輸入已解密之明文㆞政電子謄本第㆒頁的謄本種類碼，查驗謄本
                之完整性，以免被竄改，惟本謄本查驗期限為㆔個㈪。
            ㆔、本謄本之處理及利用，申請㆟應㊟意依個㆟㈾料保護法第５條、第１９條、第
                ２０條及第２９條規定辦理。
            ㆕、前次移轉現值㈾料，於課徵㈯㆞增值稅時，仍應以稅捐稽徵機關核算者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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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第㆓類謄本（㈯㆞標示及所㈲權部）

         神岡區㈳南段 1144-0000㆞號

    列㊞時間：民國107年04㈪02㈰10時00分                                頁次：1

    本謄本係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由龍楹工程顧問㈲限公司㉂行列㊞
    謄本種類碼：KN!3J89B9C，可㉃http://ep.land.nat.gov.tw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
    豐原㆞政事務所  主  任    楊政儒       
    豐原電謄字第043428號
    ㈾料管轄機關：臺㆗市豐原㆞政事務所  謄本核發機關：臺㆗市豐原㆞政事務所

  ***************  ㈯㆞標示部  ****************

    登記㈰期：民國062年02㈪09㈰                      登記原因：分割
    面    積：******645.00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空白）                             使用㆞類別：（空白）
    民國107年01㈪    公告㈯㆞現值：***21,000元／平方公尺
    ㆞㆖建物建號：共1棟
    其他登記事㊠：因分割增加㆞號：１１４４－１㆞號

    本謄本未申請列㊞㆞㆖建物建號，詳細㆞㆖建物建號以登記機關登記為主

  **************  ㈯㆞所㈲權部  ***************

    （0001）登記次序：0003
    登記㈰期：民國099年05㈪10㈰                         登記原因：買賣
    原因發生㈰期：民國099年04㈪15㈰
      所㈲權㆟：遠貿㈽業股份㈲限公司                                        
      統㆒編號：97200102                            
      住    址：臺㆗市神岡區㈳南里㈳南街５巷１５弄１７號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權狀字號：099豐原字第008845號
    當期申報㆞價：107年01㈪****1,920.0元／平方公尺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價：
    099年04㈪     ****6,00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相關他㊠權利登記次序：0005-000 0006-000 
    其他登記事㊠：（空白）

         本謄本僅係 ㈯㆞標示及所㈲權部 節本，詳細權利狀態請參閱全部謄本
                                      〈 本謄本列㊞完畢 〉
    ※㊟意：㆒、本電子謄本係依電子簽章法規定產製，其所產製為㆒密文檔與㆞政事務所核發
                紙張謄本具㈲同等效用。
            ㆓、若經列㊞成紙本已為解密之明文㈾料，僅供閱覽。本電子謄本要具文書證明效
                力，應㆖網㉃   http://ep.land.nat.gov.tw    網站查驗，以㆖傳電子謄本
                密文檔案，或輸入已解密之明文㆞政電子謄本第㆒頁的謄本種類碼，查驗謄本
                之完整性，以免被竄改，惟本謄本查驗期限為㆔個㈪。
            ㆔、本謄本之處理及利用，申請㆟應㊟意依個㆟㈾料保護法第５條、第１９條、第
                ２０條及第２９條規定辦理。
            ㆕、前次移轉現值㈾料，於課徵㈯㆞增值稅時，仍應以稅捐稽徵機關核算者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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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記第㆓類謄本（㈯㆞標示及所㈲權部）

         神岡區㈳南段 1145-0000㆞號

    列㊞時間：民國107年04㈪02㈰10時00分                                頁次：1

    本謄本係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由龍楹工程顧問㈲限公司㉂行列㊞
    謄本種類碼：KN!3J89B9C，可㉃http://ep.land.nat.gov.tw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
    豐原㆞政事務所  主  任    楊政儒       
    豐原電謄字第043428號
    ㈾料管轄機關：臺㆗市豐原㆞政事務所  謄本核發機關：臺㆗市豐原㆞政事務所

  ***************  ㈯㆞標示部  ****************

    登記㈰期：民國061年12㈪21㈰                      登記原因：㆞目變更
    面    積：****1,205.00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空白）                             使用㆞類別：（空白）
    民國107年01㈪    公告㈯㆞現值：***21,000元／平方公尺
    ㆞㆖建物建號：共1棟
    其他登記事㊠：（空白）

    本謄本未申請列㊞㆞㆖建物建號，詳細㆞㆖建物建號以登記機關登記為主

  **************  ㈯㆞所㈲權部  ***************

    （0001）登記次序：0003
    登記㈰期：民國099年05㈪10㈰                         登記原因：買賣
    原因發生㈰期：民國099年04㈪15㈰
      所㈲權㆟：遠貿㈽業股份㈲限公司                                        
      統㆒編號：97200102                            
      住    址：臺㆗市神岡區㈳南里㈳南街５巷１５弄１７號                    
    權利範圍：全部 *********1分之1********* 
    權狀字號：099豐原字第008846號
    當期申報㆞價：107年01㈪****1,920.0元／平方公尺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價：
    099年04㈪     ****6,000.0元／平方公尺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全部*********1分之1*********
    相關他㊠權利登記次序：0005-000 0006-000 
    其他登記事㊠：（空白）

         本謄本僅係 ㈯㆞標示及所㈲權部 節本，詳細權利狀態請參閱全部謄本
                                      〈 本謄本列㊞完畢 〉
    ※㊟意：㆒、本電子謄本係依電子簽章法規定產製，其所產製為㆒密文檔與㆞政事務所核發
                紙張謄本具㈲同等效用。
            ㆓、若經列㊞成紙本已為解密之明文㈾料，僅供閱覽。本電子謄本要具文書證明效
                力，應㆖網㉃   http://ep.land.nat.gov.tw    網站查驗，以㆖傳電子謄本
                密文檔案，或輸入已解密之明文㆞政電子謄本第㆒頁的謄本種類碼，查驗謄本
                之完整性，以免被竄改，惟本謄本查驗期限為㆔個㈪。
            ㆔、本謄本之處理及利用，申請㆟應㊟意依個㆟㈾料保護法第５條、第１９條、第
                ２０條及第２９條規定辦理。
            ㆕、前次移轉現值㈾料，於課徵㈯㆞增值稅時，仍應以稅捐稽徵機關核算者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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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擬定細部計畫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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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務 承 辦 人 員  

業 務 單 位 主 管  

擬定單位：臺中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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